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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南華早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集團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此業績
已由本公司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 號「由實
體之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作出審閱，並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
閱。此核數師審閱報告將收錄於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之中期報告內。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重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 524,813  544,064 
投資物業 4 1,584,650  1,462,550 
無形資產  22,487  19,589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23,626  - 
聯營公司之權益  50,694  53,870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211,496  190,252 
界定利益計劃之資產  62,768  62,429 
遞延所得稅資產  364  429 

  2,480,898  2,333,183 
     

流動資產     
存貨  19,175  26,408 
應收款項 5 184,551  244,224 
預付費用、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529  11,74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63  39 
短期銀行存款  75,774  76,117 
現金及現金等值  422,951  324,818 

  713,043  683,352 

總資產  3,193,941  3,016,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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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未經審核）  （經重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 156,095  156,095 
 儲備  2,665,041  2,500,111 
 擬派股息  46,828  62,438 
  2,711,869  2,562,549 

股東資金  2,867,964  2,718,644 
非控制性權益  29,321  22,785 

總權益  2,897,285  2,741,429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82,043  83,001 

  82,043  83,001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7 179,441  158,737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3,038  2,864 
預收訂閱費  17,386  24,870 
現期所得稅負債  14,748  5,634 

  214,613  192,105 

總負債  296,656  275,106 
     
總權益及負債  3,193,941  3,016,535 
     
流動資產淨值  498,430  491,2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79,328  2,82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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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收益 2  458,122   443,494 
     
其他收入   5,400   4,714 
員工成本   (182,061)   (159,277) 
生產原料成本   (73,823)   (58,898) 
租金及設施   (10,486)   (9,165) 
折舊及攤銷   (26,522)   (26,181) 
廣告及宣傳   (12,852)   (13,197) 
其他經營開支   (77,177)   (63,961)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122,100   153,450 
     
經營盈利   202,701   270,979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盈利   (178)   516 
財務收入   2,601   2,004 

除所得稅前盈利   205,124   273,499 
所得稅開支 8  (14,543)   (19,100) 

期內盈利   190,581   254,399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
（虧損）   21,243   (23,575) 

外匯匯兌差額   5,087   (1,698)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虧損）（    除稅後）   26,330   (25,27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16,911   22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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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應佔盈利：     

 本公司股東  184,045  249,036 
 非控制性權益  6,536  5,363 

  190,581  254,399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股東  210,375  223,763 
非控制性權益  6,536  5,363 

  216,911  229,126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9 11.79 港仙  15.95 港仙 
     
     
股息 10 46,828  6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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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期財務資

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規定而編製。 
 
該等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

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此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中期所得稅乃按預期年度總盈利所適用之稅率累計。 
 
投資物業已由獨立專業估值師評估，以確定該等物業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本集

團已採納有關估值並因而確認 122,100,000 港元之公平值收益。 
 
以下與本集團有關之準則修訂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制性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得稅」之修訂 
 
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就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得稅」作出修訂，對按公平

值計量之投資物業所引致之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之計量原則引入一項例外情況。香港會計準則

第 12 號規定實體計量一項資產相關之遞延稅項時，須視乎實體預期通過使用或出售有關資產

而收回其賬面值。該修訂引入一項可推翻之假設，即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全數通過出售而

收回。該修訂有追溯性，適用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 並可提早採納。 
 
本集團已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期間追溯採納此項修訂，採納此修訂之影響如

下。 
 
誠如附註 4 所披露，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總額為

1,462,550,000 港元。本集團已根據該修訂之要求，假設投資物業之賬面值全數通過出售之方式

收回所引致之稅務結果重新計量相關之遞延稅項，並追溯至以往年份。有關變動使本集團無需

再就投資物業重新估值所產生之遞延稅項作撥備。二零一一年之比較數字已重列以反映會計政

策之變動，並概述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對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之影響   
   
遞延稅項負債減少 151,612  131,465
資產重估儲備增加 4,404  4,404
保留盈利增加 147,208  127,061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對簡明綜合收益表之影響  
  
所得稅開支減少 20,147  25,319
本公司股東應佔淨盈利增加 20,147  25,319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 1.29 港仙  1.62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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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確定為本集團行政總裁。彼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管

理層已根據此等報告釐定營運分部。 
 
本集團之三個可報告分部為：報章、雜誌及物業。報章分部從事出版《南華早報》、《星期日
南華早報》及其他相關印刷及電子刊物。其收益主要來自廣告及報章銷售以及合約印刷。雜誌

分部從事出版多本中文雜誌及其他相關印刷及電子刊物。其收益來自廣告及雜誌銷售。物業分

部在香港擁有多項商業及工業物業，其亦擁有戶外廣告牌。物業分部透過出租其物業及廣告牌

獲得收益。 
 
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多項標準包括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盈利(EBITDA)及除稅後損

益衡量營運分部之表現。本集團認為，除稅後損益之計量原則與計量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之相應

金額最為一致。因此，除稅後損益用作報告分部之損益。 
 
營運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財務報表中重要會計政策摘要及

上述附註 1 所述者相同，惟於一家聯營公司損益之權益於分部損益中以所收或應收之股息入

賬，而該等權益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以權益法入賬。 
 
本集團之可報告分部乃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性業務單位。由於各業務要求不同之市場推

廣策略，各可報告分部乃個別管理。可報告分部之間之交易按與第三者交易之基準列賬。 
 
營業額包括來自本集團所有可報告分部（包括報章、雜誌及物業）之收益以及對本集團之收益

及損益之貢獻低於個別披露之門檻金額之所有其他分部收益。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分別為 458,122,000 港元及 443,494,000 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資料如下： 

 
(a) 可報告分部損益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           報章           雜誌 物業 所有其他           總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總收益 370,444  74,263  17,572  -  462,279 
分部間之收益 (376)  (2,776)  (1,005)  -  (4,157) 
          
外界客戶之收益 370,068  71,487  16,567  -  458,122 

          
可報告分部盈利 38,341  21,517  131,344  2,190  193,392 
        
截至二零一一年           報章 雜誌 物業 所有其他           總計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經重列）

        
分部總收益 369,614  61,498  15,652  -  446,764 
分部間之收益 (15)  (2,484)  (771)  -  (3,270) 
          
外界客戶之收益 369,599  59,014  14,881  -  443,494 

        
可報告分部盈利 73,747  18,321  161,890  2,380  25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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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b) 可報告分部損益對賬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可報告分部盈利 191,202  253,958 
所有其他分部盈利 2,190  2,380 
 

193,392  256,338 
對賬項目：   
根據權益會計法應佔聯營公司（虧損）／盈利 (178) 516 
收取聯營公司股息 (2,633) (2,455)

 (2,811)  (1,939)

期內盈利 190,581 254,399 

 
3. 物業、機器及設備 
 

                                          （未經審核） 

    租賃物業 
其他 

固定資產 在建資產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307,927  231,368  4,769  544,064 
      
 添置 -  7,759  1,766  9,525 
 折舊 (4,877)  (19,730)  -  (24,607) 
 出售 -  (427)  -  (427) 
 重新分類 -  2,533  (2,533)  - 
 轉撥 -  -  (3,742)  (3,742)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303,050  221,503  260  524,813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420,375 904,891 260 1,325,526 
 累積折舊 (117,325) (683,388) - (800,713)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303,050  221,503  260  524,813 

 
4. 投資物業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初結餘 1,462,550  1,224,900 
公平值收益 122,100  237,650 

期末結餘 1,584,650  1,46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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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收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用期限為七日至九十日。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        百分比 結餘      百分比 
    港幣千元                 %   港幣千元              % 
    
現期 104,627  55.5  134,640  54.3 
逾期少於三十日 42,761  22.7  21,570  8.7 
逾期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6,911  3.7  52,352  21.1 
逾期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26,302  13.9  29,411  11.9 
逾期多於九十日 7,955  4.2  9,889  4.0 

總額 188,556  100.0 247,862  100.0 

        
減：減值撥備 (4,005)    (3,638)   

 184,551    244,224   
 

6.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5,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 0.10 港元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實收股本：    
1,560,945,596 股（二零一一年：1,560,945,596 股）， 
 每股面值 0.10 港元 156,095  156,095 

 

7. 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已包括於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之金額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 百分比 結餘     百分比 
    港幣千元 %    港幣千元             % 
     
零至三十日 29,966  71.6  26,302  76.2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8,341  19.9  5,489  15.9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2,941  7.0  2,158  6.2 
多於九十日 610  1.5  586  1.7 

應付款項總額 41,858  100.0  34,535  100.0 

        
應計負債 137,583    124,202   
        
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總額 179,441    158,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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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以期內估計應課稅盈利按 16.5%（二零一一年：16.5%）稅率撥備。海外地區所

得盈利之稅項乃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盈利，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適用稅率計算。 
 
所得稅開支之確認基準為管理層就預期整個財政年度之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率所作之估計。期

內估計平均年度稅率為 7.1%（二零一一年：7.0%）。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現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15,171 20,218 

- 海外稅項 263 245 
遞延所得稅   
 - 其他遞延稅項收益 (891) (1,363) 

 14,543 19,100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期內股東應佔盈利 184,045,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249,036,000 港

元）及期內已發行之股份 1,560,945,596 股（二零一一年：1,560,945,596 股）計算。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使其持有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共 9,700,000 份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無）。該等購股權日後將有機會攤薄每股基本盈利，惟由於在所呈

列之期間具反攤薄作用，故在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包括在內。 
 

10. 股息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派付之二零一一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4 港仙，合共 62,438,000 港元，從本公司

保留盈利中支取。於二零一一年五月派付之二零一零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4 港仙，合共

62,438,000 港元，從本公司繳入盈餘中支取。 
 
董事會宣佈派發本期之中期股息為每股 3 港仙，合共 46,828,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每股 4 港

仙，合共 62,438,000 港元）。 
 

11. 結算日後事件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九日，本公司宣佈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SCMP Publications Limited（「買

方」）與 Hearst Magazines Hong Kong Limited（「賣方」）已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賣方及買

方分別同意以 7,700,000 歐元出售及購買 SCMP Hearst Hong Kong Limited（「目標公司」）已

發行股本 70%。緊接此收購事項前，賣方將其出版、印刷、廣告及分銷香港版《ELLE》、

《Elle Décor》及其任何衍生產品之業務、經營「人車誌」網站及在香港經營自訂出版之業務

轉讓至目標公司。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完成，完成收購事項後，目標公司成為本

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於本報告日期，購買價分配程序仍在進行中並且仍未完結。待完成購買

價分配後，該等價值將反映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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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之經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經營業績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百萬港元，每股金額除外）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變動百分比 
   （經重列）  
      

收益  458.1   443.5  3 
      
員工成本  (182.1)   (159.3)  14 
生產成本  (73.8)   (58.9)  25 
租金及設施  (10.5)   (9.2)  14 
廣告及宣傳  (12.9)   (13.2)   (2) 
其他經營開支  (77.1)   (63.9)  21 

未計折舊及攤銷之經營成本  (356.4)   (304.5)  17 
折舊及攤銷  (26.5)   (26.2)  1 

主要業務之經營盈利  75.2   112.8    (33) 
其他收入  5.4   4.7  15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122.1   153.5    (20) 

經營盈利  202.7   271.0    (25) 
淨利息收入  2.6   2.0  30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盈利  (0.2)   0.5  * 
稅項  (14.5)   (19.1)    (24) 

期內盈利  190.6   254.4    (25) 
非控制性權益  (6.6)   (5.4)  22 

股東應佔盈利  184.0   249.0    (26) 

每股盈利（港仙）  11.8   16.0    (26) 
 
* 表示變動超過 100%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淨盈利為 184.0 百萬港元，二零一一上半年則為 249.0 百萬港

元。當中包括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分別為 122.1 百萬港元

及 153.5 百萬港元。撇除該等收益，淨盈利由二零一一年之 95.5 百萬港元下跌 35%
至二零一二年之 61.9 百萬港元。上半年之收益為 458.1 百萬港元，較去年上升

3%。主要由雜誌出版業務之較高廣告銷售所帶動，而報章出版業務之收益保持平

穩。廣告及市場推廣服務之收益仍然穩定。新合約印刷服務帶來之額外收益大部分

因招聘服務收益下降而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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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成本較去年同期上升 14%或 22.8 百萬港元。員工成本增加，乃由於員工人數

及薪金上升所致。 
 
生產成本較去年增加 25%或 14.9 百萬港元，部分因新合約印刷業務而增加新聞紙

消耗量。外判印刷及訂裝成本以及其他生產成本亦上升，以支持《Post Magazine》
及雜誌出版業務之收益增長。 
 
其他經營開支增加 21%或 13.2 百萬港元。部分乃由於編輯工作流程顧問及收購

《ELLE》業務所產生之法律及專業費用所致。銷售佣金及銷售折扣亦增加，以推

動雜誌業務和廣告及市場推廣服務之收益增長。投稿人酬金及新聞服務開支亦較去

年高，以加強報章雜誌之編輯內容。 
 
業務分部之財務回顧 
 
報章出版 
 
報章業務之淨盈利較去年上半年下跌 48%至 38.3 百萬港元。收益為 370.4 百萬港

元，與去年相約。招聘服務收益下跌，由合約印刷服務產生之新收益來源所抵銷。

經營開支上升 16%或 43.8 百萬港元至 309.4 百萬港元，主要由於較高之員工成本、

合約印刷服務之新聞紙成本（以較高之合約印刷收益所彌補）、外判印刷及訂裝費

用、編輯工作流程顧問及多項潛在投資項目之法律及專業費用，以及投稿人酬金增

加所致。 
 
廣告及市場推廣服務之收益較去年上半年輕微增加 1.4 百萬港元至 224.8 百萬港

元，其中首次公開招股活動收益顯著下降，乃由於首次公開招股活動之廣告數量，

因金融市場疲弱由 42 宗下跌至 20 宗所致。收益下降由《Post Magazine》、特刊及

休閒雜誌之收益增加而彌補。網上服務及市場推廣服務之收益亦分別增長 19%及

22%，因基數較小，收益增加 2.6 百萬港元。除本地物業項目及「SHANG」雜誌之

客戶自訂出版外，更多推廣活動及創意服務項目乃自新行業客戶取得。 
 
招聘服務收益減少 12.6 百萬港元或 14%至 78.9 百萬港元。就業市場持續受不明朗

經濟展望所影響，大部分公司並無大型招聘活動。 
 
《南華早報》及《星期日南華早報》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之未經審核發行量分別為

108,881 份及 89,212 份，分別較去年同期增加 7%及 10%。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之發

行量包括由出版銷數公證會准許計入發行量之 11,000 名網上訂閱客戶，相關數字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並無計入發行量。 
 
雜誌出版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女性雜誌市場之廣告業務持續強勁。雜誌業務在所有雜誌刊

物及市場分部之廣告收益均錄得可觀增長。發行量收益保持平穩。經常性經營盈利

較去年改善 18%至 25.8 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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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之租金收入增加 12%至 17.6 百萬港元，主要由於出租廣告牌及

油塘物業於二零一一年五月續租之較高租金所致。 
 
管理層擬繼續持有所有物業作長線投資，亦探討不同方案以提升物業價值，並就此

與相關人士磋商。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本集團持有存款期逾三個月之人民幣短期銀行存款。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主要以港元為主。除人民幣存款外，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折算波動風險。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零。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

率為 3.3 倍。 
 
本集團致力維持穩健之現金狀況，並預期現金及現金等值、經營產生之現金及外部

資源所得之資金，足以應付營運資金需要、計劃之資本開支及派付股息。 
 
經營活動 
 
本集團之經營活動流動資金主要來源繼續為報章出版業務。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為 187.4 百萬港元，去年同期為 98.1 百萬

港元。現金淨額增加主要由於期內支付較少員工花紅及改善營運資金管理。 
 
投資活動 
 
期內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為 26.8 百萬港元。期內資本開支為 34.2 百萬港元，

包括縮減版面寬度之項目及購置印刷機組而支付之預付費用。餘額主要投放於生產

設備、電腦設備及網站發展。 
 
融資活動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 62.4 百萬港元，與去年相同。此金額全數為支付予股東

之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 
 
展望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穩健地達致財務目標，惟對經濟形勢保持謹慎態度。

將採取措施確保業務持續保持財務穩健，並為增長作好準備。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之香港經濟面對兩大主要因素衝擊：歐元區危機及中國經濟放

緩，影響了廣告客戶之業務推廣活動。若干行業因銷售額及預期業務下滑，以致縮

減或延遲廣告開支。 
 
對本集團業務最顯著之影響，是本年度上半年準備首次公開招股活動之數目減少，

及招聘市場放緩。由於歐元區危機仍未減退，預期此趨勢將於下一季持續。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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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歐洲及中國經濟最低迷時期能於年底前結束，本集團蓄勢待發，迎向經濟復甦帶

來的機遇。 
 
儘管經濟現況不理想，業務仍取得數項卓越表現，確保面對行業挑戰，亦能迎難而

上。憑藉在高消費商品行業、女性雜誌出版業務及合約印刷服務之優勢，本集團在

本年度上半年業績保持平穩。 
 
奢侈品零售市場，特別是時裝、鐘錶及珠寶行業持續強勁，並錄得按年增長。 
 
南華早報集團與 Hearst Magazines International 更緊密合作，成立合營公司 SCMP 
Hearst Hong Kong Limited 以出版《ELLE》雜誌及營運 ELLE.com.hk 網站，進一步

加 強 在 女 性 雜 誌 刊 物 之 競 爭 實 力 。與 現 有 合 作 之 女 性 雜 誌 刊 物 系 列

《Cosmopolitan》、《CosmoGirl!》及《Harper’s Bazaar》，相得益彰。 
 
就提升印刷效能，擴充發展，本集團與本地中文免費報章 AM730 延長過往合約印

刷協議，擴大印刷規模之長期合約，於二零一三年第三季開展。 
 
亦已進行多項新項目之準備工作，以支持下半年之業績表現。於八月，將縮減《南
華早報》印刷報章之版面寬度，以減少紙張及墨消耗量最多 10%，而不影響質量或

內容。 
 
在八月底，亦推出煥然一新的 SCMP.com 網站。在全新的出版系統支援下，此全面

提升及新構建之網站，將有助吸引世界各地更多之讀者，並為讀者提供更優越之閱

讀體驗。本集團繼續拓展其他新數碼媒體項目，並期待於短期內推出部分發展項

目。 
 
堅定推行成本效益及維持精益架構，同時採取措施確保適切地投資於日後收益來源

之業務發展及增長為世界級媒體集團所需之人才。人力資源仍為最大之單一成本及

最重要的投資。人才為媒體公司提供主要競爭力之價值，故此本集團將繼續羅致合

適人才，促進業務發展。 
 
由重組編輯新聞報導及致力全面改善架構，以致聘請新任行政總裁胡以晨先生，本

集團循序漸進，重整業務，以提升在數碼範疇的競爭力。在確保作為業務基礎之印

刷產品持續成功的同時，將致力拓展多元化的數碼廣告以及消費者產品及服務，以

滿足現時多媒體廣告客戶及消費者之需求。 
 
本集團努力不懈，堅定不移，帶領業務渡過充滿挑戰之上半年。除不能預見之情況

外，儘管面對整體經濟不明朗，深信本集團擁有雄厚實力，以審慎自信之態度迎接

下半年。 
 
僱員 
 
本公司訂定薪酬政策，以招攬、激勵及挽留表現出色之人才。僱員薪酬保持於具競

爭力之水平，同時根據個別僱員之工作表現及經營業績授予花紅。其他僱員福利包

括公積金、醫療保險及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 863 名

員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僱用 838 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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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3 港仙（二零一一年﹕每股 4 港仙），合共

46,828,000 港元，給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之股東。該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二）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

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

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一）下

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室，本公司

香港股份過戶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董事會及管理層一直致力積極履行本集團對股東之責任，本集團視提升及維護股東

權益為首要任務之一，同時為本集團之成功關鍵。 
 
經過多年發展，本集團已建立了完善之企業管治常規，確保集團緊守最高之道德操

守及業內標準。企業管治常規是否具成效，關鍵是要驗證這套管治常規能否將管理

層與股東之利益連成一線，充分保障及提升股東權益。本集團定期檢討此等指引及

政策，推陳出新，確保有關指引及政策能切合當今瞬息萬變之營商環境及市場要

求。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採納之企業管治準則，與本公司

二零一一年年報所載之企業管治聲明一致。期內，本集團之企業管治常規符合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聯交所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本集

團亦在相關及可行之情況下遵守聯交所守則內之建議最佳常規。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成立審核委員會，訂有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現時成員包

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國寶爵士、夏佳理先生及黃啟民先生。審核委員會於二零

一二年首六個月曾舉行一次會議。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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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成立薪酬委員會，訂有書面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現時成員包

括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啟民先生及夏佳理先生，以及非執行董事郭孔演先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成立提名委員會，訂有書面職權範圍。提名委員會現時成員包

括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夏佳理先生及黃啟民先生，以及非執行主席彭定中博士。 
 
策略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成立策略委員會，訂有書面職權範圍。策略委員會現時成

員包括執行董事郭惠光女士，非執行主席彭定中博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胡祖六

博士。策略委員會於二零一二年首六個月曾舉行一次會議。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彭定中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非執行董事 
彭定中博士（主席）、Roberto V. Ongpin 先生（副主席）、邱繼炳博士及 
郭孔演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夏佳理先生、胡祖六博士、李國寶爵士及黃啟民先生 
 
執行董事 
郭惠光女士 
 
 
* 僅供識別 


